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信息化分会 
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BIM分会 

 

重建协信发〔2019〕5号 
 
 

 

关于举办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 

建设工程 BIM 技术应用成果发布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8 年 12 月重庆市建筑业协会举办了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

二届建设工程 BIM 技术应用成果发布会并获得圆满成功，有力推

动了我市建筑业 BIM 技术的应用推广。 

根据渝建发【2018】19 号文“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加快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通知”精神，为促进

我市建筑企业更进一步推广应用 BIM 技术，让大家相互学习，营

造共同进步的驱动力，市建协决定举办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

建设工程 BIM技术应用成果发布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名称：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建设工程 BIM 技术应用成果发布会 

文件 



二、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信息化分会 

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 BIM 分会 

2、协办单位：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筑智建（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源道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重庆科度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重庆一砖一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非科智地科技

有限公司。 

三、成果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 

1、申报和推荐渠道：各参赛单位本着自愿原则进行申报和

推荐，统一归口到应用成果发布会组委会办公室（重庆市建筑业

协会信息化分会办公室）。 

2、参与主体：以建筑业企业为主，我市企业在全国各地的

所有工程项目及全国各地企业在我市的工程项目皆可报名参赛

（同一企业成果数量上限 2 个），包括：总承包施工单位、专业

承包单位、设计单位、施工与设计联合体、施工与建设联合体、

甲方与咨询单位联合体、施工与咨询单位联合体、建设单位。大

专院校、科研单位参与工程建设某一阶段推广应用工作也可单独

参与或联合参赛。 

3、提交本企业 BIM 技术应用成果应为中标工程、在建或竣

工不超过 2年的工程。 



4、日程安排： 

（1）应用成果申报时间：自通知之日起--9 月 30日 

（2）应用成果初评选或答辩时间：2019 年 10月 

（3）应用成果评选结果揭晓和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上旬 

5、奖项设置和专业分类 

（1）奖项设置：综合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单

项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组织奖； 

（2）综合奖：指施工过程中全面应用 BIM 技术，申报成果

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项 BIM技术应用，或将 BIM 技术应用于

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中设计、招投标、施工准备、工程建造、运

营维护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阶段的应用。 

单项奖类别分为：工程设计 BIM应用、土建施工 BIM 应用、机电

施工 BIM 应用、钢结构施工 BIM 应用、幕墙和装饰装修施工 BIM

应用、运行维护管理 BIM 应用及其他单项应用。 

6、评委会组成：经应用成果发布会组委会邀请行业专家、

建设、咨询及院校的若干专家组成，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打分，

加权平均分进行评奖。 

7、评奖全过程严格执行“公平、公正、公开”的总原则。 

8、评分标准（见附件 2）：评分主要方向如下： 

（1）BIM技术的专业应用广度； 

（2）BIM技术的专业应用深度； 

（3）项目过程中 BIM应用难点及实际价值； 



（4）成果提交资料完整性。 

四、材料报送 

1、应用成果申报表（见附件 1），请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之

前，签字、盖章后，连同项目的 BIM 原始文件（注明版本号），

项目相关视频和成果简介的 PPT以电子版形式，报送重庆市建筑

业协会信息化分会。 

2、成果简介的 PPT：包括单位简介、项目简介、采用 BIM

技术的原因；BIM 团队介绍（包括成员分工及其学习应用 BIM 技

术的履历、水平）；BIM应用的软、硬件配置；BIM技术在项目上

的应用情况说明，与其他信息化应用技术的融合，BIM 应用的特

点、亮点、主要成果、应用效益和创新；人才培养成长以及改进

方向、措施；下一步实施 BIM技术的项目或计划等。 

3、作品知识产权 

（1）参赛者必须保证作品的原创性，不得抄袭、剽窃他人

作品，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侵权责任由参赛者

本人承担。 

（2）参赛作品原则上不予退还，请参赛者自行保存底稿。 

五、相关活动 

为了促进行业对 BIM 技术的认识以及探索企业如何实施 BIM

技术，协会将在活动期间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市内外的 BIM研讨会、

培训、BIM 观摩会及沙龙交流等，请关注市建协通知，会员单位

自愿参加。 



六、其他事项 

1、联系人： 

陈易梅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信息化分会 

联系电话：023-63520293   

刘四明 重庆市土木学会 BIM分会 

联系电话：13658323910  电子邮箱：372455088qq.com 

2、附件： 

(1)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建设工程 BIM技术应用成果申

报表 

(2)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建设工程 BIM技术应用成果评

分标准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信息化分会 

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 BIM 分会 

2019 年 5月 22日 



附件 1: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建设工程 BIM 技术应用成果申报表 

应用成果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可联合

体申报） 

1 

2 

3 

企业类型（建

设、设计、施

工） 

1 

2 

3 

联系人 职务  邮箱 

办公电话 手机 

地址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工程规模 面积（㎡）：建安造价（万元）： 

结构形式 
开工、竣工

时间 

成果项目

分组 

□1.BIM综合奖

□2.工程设计 BIM应用单项

□3.土建施工 BIM应用单项

□4.机电施工 BIM应用单项

□5.钢构施工 BIM应用单项

□6.幕墙和装饰施工 BIM应用单项

□7.运行维护管理 BIM应用单项

□8.其他单项

注: 如填写“其他单项”须注明自己认可的细分专业。 



填写“其他单
项”须注明 
细分的专业 

 

团队主要

成员情况 

（限 10

人以内，

对获奖项

目，以此

名单为准

颁发该奖

项的个人

证书）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及主要职责 联系电话 

    

    

    

    

    

    

    

    

该项目应

用成果参

加过的其

他 BIM竞

赛介绍 

（若有，

注 明 时

间、参赛

名称和获

奖情况） 

 

 

 

 

 

 

 

 

 

 



项目应用

成果使用

的软件及

其在成果

中完成的

工作 

软件名称及版本 简述完成的工作 

  

本应用成

果 BIM应

用取得的

主要效果

列举（不

超 过 3

项） 

 

跟传统方

式 ( 非

BIM 方

式）的综

合效益比

较 

 

主要的经

验 教 训

（ 列 举

1-3项） 

 

应用成果

单位意见

（公章） 

（联合体申报单位均需公章） 

 

 

盖章：                      代表人签字:      

2019年   月   日 



附件 2：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第三届建设工程 BIM技术应用成果评分标准 

 

一、前言 

重庆市建设工程 BIM技术应用应用成果发布会旨在推动以 BIM为核心的

信息化技术落地应用与快速实践，切实帮助广大建筑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和

帮助我市建筑企业快速建立 BIM团队，掌握并在实际工程中应用 BIM技术，

探索和实践建筑施工行业 BIM技术应用方法，以此促进我市 BIM技术的落地

应用和成果总结。同时，为我市应用 BIM技术的企业和专业人员提供更多的

学习交流机会，并对施工企业应用 BIM技术进行专业指引，培养一批 BIM技

术过硬的建筑企业，切实提高我市建筑企业 BIM技术的整体应用水平和竞争

力。 

本次应用成果发布会强调 BIM技术落地应用，因此各申报单位应切实通

过项目 BIM技术应用总结 BIM技术应用成果，本次申报项目的 BIM技术应用

水平也应是 BIM技术落地应用经验成果的体现。 

二、奖项设置及评分标准 

2.1奖项设置 

本次竞赛奖项设置为：综合奖、单项奖、优秀组织奖三类。 

2.1.1综合奖 

综合奖是指施工过程中全面应用 BIM技术，参赛成果中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单项 BIM技术应用时即可申报综合奖。实际申报时，单项奖和综合奖可

同时申报，评奖时先评定单项奖，在单项奖得分的基础之上再评出综合奖。 

综合奖得分取申报的所有单项奖得分的平均值，如下表： 



表 1 综合奖计算方法 

单项 

分类 

单项

1 

单项

2 

单项

3 
… 

单项

n 
综合奖得分 

得分 X1 X2 X3 … Xn 
（X1+X2+X3+…+ 

Xn）/n 

奖项等级判定方法：成绩从高到低以次选取，每一等级的成绩必须大于

等于最低分数控制线，且不超过所规定的相应等级的奖项数量。 

例如：取综合奖一等奖，先把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以一等奖最低控制分

数线 85分为界，从 85分以上（含 85分）排名中，从高到低选出两个成绩定

为一等奖，若 85 分以上个数超过 3 个，则超出的计入下一等级评定，若 85

分以上个数不足两个或没有，则取一个或一等奖取空缺。 

表 2 综合奖评奖控制条件 

奖项 等级 最低控制分数 奖项数量 

综合奖 

一等奖 85 3 

二等奖 75 6 

三等奖 65 8 

2.1.2单项奖 

单项奖类别可分为：工程设计 BIM应用、土建施工 BIM应用、机电施工

BIM 应用、钢结构施工 BIM 应用、幕墙和装饰装修施工 BIM 应用、运行维护

管理 BIM应用及其他单项应用。 

每个单项奖成绩由三部分组成：表 4中占 80分+申报项目视频 10分+成

果介绍 PPT10分，总分 100分。 

奖项等级判定方法：成绩从高到低以次选取，每一等级的成绩必须大于



等于最低分数控制线，且不超过所规定的等级数量。 

例如：取单项奖一等奖，先把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以一等奖最低控制分

数线 85分为界，从 85分以上（含 85分）排名中，从高到低选出两个成绩定

为一等奖，若 85 分以上个数超过 3 个，则超出的计入下一等级评定，若 85

分以上个数不足两个或没有，则取一个或一等奖取空缺。 

表 3 单项奖评奖控制条件 

奖项 等级 最低控制分数线 奖项数量 

单项奖 

一等奖 85 3 

二等奖 75 5 

三等奖 65 8 

表 4 单项奖评分细则 

单项 

分类 

序

号 

评分

项目 
评分细则 

分

值 
提交文件 

1. 工 程

设 计

BIM 应

用（至少

包 含 两

个 以 上

专业） 

1.1  
BIM

基础 

1) 制度基础： BIM组织成立、

工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体

系，软硬件配置（2） 

2) BIM模型标准：BIM模型建

立及应用标准（4） 

3) BIM模型数据应用标准（4） 

10 

1) 制度建设文件； 

2) BIM模型标准文件； 

3) BIM模型自定义模型

信息标准，应围绕项目

应用目标策划进行组

织。 

1.2  
建 模

质量 

1) 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

强（3） 

2) 是否符合拟定的 BIM 模型

标准（4） 

3) 有无数据构造规划说明

（4） 

4) 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

建筑真实情况（4） 

5) 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

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能

满足施工使用要求（5） 

30 

1) 申报工程的原始模

型文件； 

2) 单独用“word 注明

文件”中注明模型创建

的建模软件及软件版本

号、项目工程概况、模

型整体结构说明、模型

文件清单； 

3) 符合 BIM 数据应用

标准； 

4) 是否包含 BIM 应用

点需要的自定义信息。 



1.3  
应 用

广度 

1)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理优化

建议（5） 

2) 图纸深化或复杂技术方案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5） 

3) 根据最终模型统计工程

量，并进行了工程量、成本分

析方面的应用（5） 

4) 工程管理应用成果（5） 

5) 探索性应用成果（5） 

30 

1)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

理优化建议的过程文

档； 

2)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的技术成果文件； 

3) 工程量实操应用业

务文档； 

4) 应用于工程质量、安

全和进度管理的成果材

料； 

5) 探索性成果，包含但

不限于 BIM 技术应用建

议书。 

1.4  
应 用

深度 

1) BIM 应用的详细实施规划

（含目的、流程、技术路线、

数据管理、人才培养、协同配

合、保障体系和效益评估方法

等）（10） 

2) 项目最成熟的 BIM 应用点

阐述（10） 

20 

1) 应用点技术论证材

料； 

2) 简明扼要的总结材

料。 

1.5  
加 分

项 

1) 项目 BIM应用实践总结(7) 

2) BIM 技术创新应用，新软

件、新工法交底等。（3） 

10 
1) 总结报告； 

2) 证明材料。 

2.土建           

施工

BIM 

应用 

2.1  
BIM

基础 

1) 制度基础： BIM组织成立、

工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

体系，软硬件配置（2） 

2) BIM模型标准：BIM模型建

立及应用标准（4） 

3) BIM模型数据应用标准（4） 

10 

1) 制度建设文件； 

2) BIM模型标准文件； 

3) BIM模型自定义模型

信息标准，应围绕项

目应用目标策划进

行组织。 

2.2  
建 模

质量 

1) 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

强（3） 

2) 是否符合拟定的 BIM 模型

标准（4） 

3) 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

建筑真实情况（4） 

20 

1) 申报工程的原始模

型文件； 

2) 单独用“word 注明

文件”中注明模型创建

的建模软件及软件版本

号、项目工程概况、模



4) 有无数据构造规划说明

（4） 

5) 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

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

能满足施工使用要求（5） 

型整体结构说明、模型

文件清单； 

3) 符合 BIM 数据应用

标准； 

4) 是否包含 BIM 应用

点需要的自定义信息。 

2.3  
应 用

广度 

1) 审图报告及合理优化建议

（5） 

2) 深化设计或复杂技术方案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5） 

3) 现场临设布置方案（5） 

4) 根据最终模型统计工程

量，并进行了工程量、成本分

析方面的应用（5） 

5) 基于 BIM 平台的工程管理

应用成果（10） 

6) 探索性应用成果（5） 

35 

1) 审图报告及合理优

化建议的过程文档； 

2)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的技术成果文件； 

3) 现场临设布置方案

成果文件； 

4) 工程量实操应用业

务文档； 

5) 应用于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成本和协同

等管理的成果材料； 

6) 探索性成果，包含但

不限于 BIM 技术应

用建议书。 

2.4  
应 用

深度 

1）BIM 应用的详细实施规划

（含目的、流程、技术路线、

数据管理、人才培养、协同配

合、保障体系和效益评估方法

等）（15） 

2）项目最成熟的 BIM 应用点

阐述（10） 

25 

1）应用点技术论证材

料； 

2）简明扼要的总结材

料。 

2.5  
加 分

项 

1) 项目 BIM应用实践总结(7) 

2）BIM技术创新应用，新软件、

新工法交底等。（3） 

10 
1) 总结报告； 

2）证明材料。 

3. 机 电

施 工

BIM 应

用 

3.1  
BIM

基础 

1) 制度基础： BIM组织成立、

工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

体系，软硬件配置（2） 

2) BIM模型标准：BIM模型建

立及应用标准（4） 

10 

1) 制度建设文件； 

2) BIM模型标准文件； 

3) BIM模型自定义模型

信息标准，应围绕项

目应用目标策划进



3) BIM模型数据应用标准（4） 行组织。 

3.2  
建 模

质量 

1) 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

强（3） 

2) 是否符合拟定的 BIM 模型

标准（4） 

3) 有无数据构造规划说明

（4） 

4) 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

建筑真实情况（4） 

1) 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

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能

满足施工使用要求（5） 

20 

1) 申报工程的原始模

型文件； 

2) 单独用“word 注明

文件”中注明模型创建

的建模软件及软件版本

号、项目工程概况、模

型整体结构说明、模型

文件清单； 

3) 符合 BIM 数据应用

标准； 

1) 是否包含 BIM 应用

点需要的自定义信息。 

3.3  
应 用

广度 

1) 审图报告及合理优化建议

（5） 

2) 深化或复杂技术方案深化

工作、技术流程（5） 

3) 支吊架的综合排布及性能

分析（5） 

4) 根据最终模型统计工程

量，并进行了工程量、成本分

析方面的应用（5） 

5) 工程管理应用成果（10） 

6) 探索性应用成果（5） 

35 

1)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

理优化建议的过程

文档； 

2)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的技术成果文件； 

3) 支吊架的综合排布

及性能分析成果文件； 

4) 工程量实操应用业

务文档； 

5) 应用于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成本、协同

等管理的成果材料； 

6) 探索性成果，包含但

不限于 BIM 技术应

用建议书。 

3.4  
应 用

深度 

1) BIM 应用的详细实施规划

（含目的、流程、技术路

线、数据管理、人才培养、

协同配合、保障体系和效

益评估方法等）（10） 

2) 项目最成熟的 BIM 应用点

阐述（10） 

25 

1) 应用点技术论证材

料； 

2) 简明扼要的总结材

料。 



3.5  
加 分

项 

1) 项目 BIM应用实践总结(7) 

BIM 技术创新应用，新软件、

新工法交底等。（3） 

10 
1) 总结报告； 

证明材料。 

4. 钢 结

构 施 工

BIM 应

用 

4.1  
BIM

基础 

1) 制度基础： BIM组织成立、

工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

体系，软硬件配置（2） 

2) BIM模型标准：BIM模型建

立及应用标准（4） 

1) BIM模型数据应用标准（4） 

10 

1) 制度建设文件； 

2) BIM模型标准文件； 

3) BIM模型自定义模型

信息标准，应围绕项

目应用目标策划进

行组织。 

4.2  
建 模

质量 

1) 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

强（3） 

2) 是否符合拟定的 BIM 模型

标准（4） 

3) 有无数据构造规划说明

（4） 

4) 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

建筑真实情况（4） 

5) 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

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

能满足施工使用要求（5） 

 

 

20 

1) 申报工程的原始模

型文件； 

2) 单独用“word 注明

文件”中注明模型创建

的建模软件及软件版本

号、项目工程概况、模

型整体结构说明、模型

文件清单； 

3) 符合 BIM 数据应用

标准； 

4) 是否包含 BIM 应用

点需要的自定义信

息。 

4.3  
应 用

广度 

1)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理优化

建议（5） 

2) 图纸深化或复杂技术方案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5） 

3) 复杂节点方案模拟或构件

跟踪方案（5） 

4) 根据最终模型统计工程

量，并进行了工程量、成本分

析方面的应用（5） 

5) 工程管理应用成果（10） 

6) 探索性应用成果（5） 

35 

1)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

理优化建议的过程

文档； 

2)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的技术成果文件； 

3) 复杂节点方案模拟

或构件跟踪应用成

果文件； 

4) 工程量实操应用业

务文档； 

5) 应用于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成本、协

同等管理的成果材

料； 



6) 探索性成果，包含但

不限于 BIM 技术应

用建议书。 

4.4  
应 用

深度 

1) BIM 应用的详细实施规划

（含目的、流程、技术路

线、数据管理、人才培养、

协同配合、保障体系和效

益评估方法等）（15） 

2) 项目最成熟的 BIM 应用点

阐述（10） 

25 

1) 应用点技术论证材

料； 

2) 简明扼要的总结材

料。 

4.5  
加 分

项 

1) 项目 BIM应用实践总结(7) 

2) BIM 技术创新应用，新软

件、新工法交底等。（3） 

10 
1) 总结报告； 

证明材料。 

5. 幕 墙

和 装 饰

装 修 施

工 BIM

应用 

5.1  
BIM

基础 

1) 制度基础： BIM组织成立、

工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

体系，软硬件配置（2） 

2) BIM模型标准：BIM模型建

立及应用标准（4） 

3) BIM模型数据应用标准（4） 

10 
1) 制度建设文件； 

2) BIM模型标准文件。 

5.2  
建 模

质量 

1) 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

强（3） 

2) 是否符合拟定的 BIM 模型

标准（4） 

3) 有无数据构造规划说明

（4） 

4) 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

建筑真实情况（4） 

5) 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

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

能满足施工使用要求（5） 

20 

1) 申报工程的原始模

型文件； 

2) 单独用“word 注明

文件”中注明模型创

建的建模软件及软

件版本号、项目工程

概况、模型整体结构

说明、模型文件清

单。 

5.3  
应 用

广度 

1) 审图报告及合理优化建议

（5） 

2) 深化设计或复杂技术方案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5） 

3) 复杂节点方案模拟（5） 

35 

1)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

理优化建议的过程

文档； 

2)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的技术成果文件； 



4) 根据最终模型统计工程

量，并进行了工程量、成

本分析方面的应用（5） 

5) 工程管理应用成果（10） 

6) 探索性应用成果（5） 

3) 技术方案分析、技术

交底过程作业文件； 

4) 复杂节点方案模拟

成果文件； 

5) 生产管理应用过程

作业文件； 

6) 项目多方协同的描

述文件。 

5.4  
应 用

深度 

1) BIM 应用的详细实施规划

（含目的、流程、技术路

线、数据管理、人才培养、

协同配合、保障体系和效

益评估方法等）（15） 

2) 项目最成熟的 BIM 应用点

阐述（10） 

25 

1) 应用点技术论证材

料； 

2) 论文电子版稿件、发

表刊物 

5.5  
加 分

项 

1) 项目 BIM应用实践总结(7) 

2) BIM 技术创新应用，新软

件、新工法交底等。（3） 

10 
加分项-评委说明文件

（由评委完成） 

6. 运 行

维 护 管

理 BIM

应用 

6.1  
BIM

基础 

1) 制度基础： BIM组织成立、

工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

体系，软硬件配置（2） 

2) BIM模型标准：BIM模型建

立及应用标准（4） 

3) BIM模型数据应用标准（4） 

10 

1) 制度建设文件； 

2) BIM模型标准文件； 

3) BIM模型自定义模型

信息标准，应围绕项

目应用目标策划进

行组织。 

6.2  
建 模

质量 

1) 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

强（3） 

2) 是否符合拟定的 BIM 模型

标准（4） 

3) 有无数据构造规划说明

（4） 

4) 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

建筑真实情况（4） 

5) 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

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

能满足施工使用要求（5） 

20 

1) 申报工程的原始模

型文件； 

2) 单独用“word 注明

文件”中注明模型创建

的建模软件及软件版本

号、项目工程概况、模

型整体结构说明、模型

文件清单； 

3) 符合 BIM 数据应用

标准； 

4) 是否包含 BIM 应用



点需要的自定义信

息。 

6.3  
应 用

广度 

1) 审图报告及合理优化建议

（5） 

2) 深化设计或复杂技术方案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5） 

3) 根据最终模型做监控、安

防、节能、设备、设施、空间、

物业等方面的应用分析（10） 

4) 工程管理应用成果（5） 

5) 探索性应用成果（5） 

30 

1) 审图报告及合理优

化建议的过程文档； 

2) 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的技术成果文件； 

3) 根据最终模型做监

控、安防、节能、设

备、设施、空间、物

业等方面的应用分

析的成果文件； 

4) 应用于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成本、物

业管理等的成果材

料； 

5) 探索性成果，包含但

不限于 BIM 技术应

用建议书。 

6.4  
应 用

深度 

1) BIM 应用的详细实施规划

（含目的、流程、技术路

线、数据管理、人才培养、

协同配合、保障体系和效

益评估方法等）（15） 

2) 项目最成熟的 BIM 应用点

阐述（15） 

30 

1) 应用点技术论证材

料； 

2) 简明扼要的总结材

料。 

6.5  
加 分

项 

1) 项目 BIM应用实践总结(7) 

2) BIM 技术创新应用，新软

件、新工法交底等。（3） 

10 
1) 总结报告； 

证明材料。 

2.1.3组织奖奖励办法 

对获得优秀组织奖的企业或项目部颁发荣誉证书； 

2.2 奖励办法 

(1) 对获得综合奖、单项奖一等奖的 BIM团队颁发奖杯及荣誉证书； 

(2) 对获得此次 BIM技术应用成果发布会一等奖的综合或单项项目，可

在此次 BIM技术应用成果颁奖大会上进行表彰分享。 




